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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大互联网用户：
本人周金怡，女，汉族，1998 年 5 月

25 日出生。2019 年 2 月开始，在内蒙古
坊坤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推广过程中，本
人与兰雪飞为获取非法利益，接受违法
公司、人员的委托，以业务推广为名，将

“兼职人员”实名认证、注册、解封的各
类 APP 账号提供给违法公司、人员使
用，严重扰乱了上述公民及其亲庭的正
常生活，侵犯了众多不特定公民的个人

信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目前，我
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正在接受法律的
处罚。现公开赔礼道歉如下：

对于上述行为，本人已经认识到了
错误，真诚悔罪，我对我侵害上述公民
信息的违法行为深感悔恨，真诚地向上
述公民及其家庭说声对不起，希望你们
能够原谅我。

道歉人：周金怡
2021 年 3 月 23 日

公开道歉信

致广大互联网用户：
我叫兰雪飞，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和

贪图挣“快钱”，我走上了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谋取不当利益的犯罪道路。但
公安机关及时侦破了案件，使我的犯罪
行为得到及时制止。经过检察机关提起
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让我真正地
认识到，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不仅会让别有用心的人员利用这些公民
个人信息实施骚扰、散布谣言、诈骗等违
法犯罪行为，更会给国家、社会和广大互

联网用户造成无法估量的重大危险和无
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在此，我自愿认罪
认罚，并向广大互联网用户真诚地赔礼
道歉，希望大家原谅我的犯罪行为，今后
我一定认真改造自己，做一名遵纪守法、
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人。最后，我奉劝
那些企图或正在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行为的人，立即停止犯罪，主动向司
法机关投案自首。

道歉人：兰雪飞
2021 年 3 月 23 日

公开道歉信

●不慎将奈曼旗公安局苏晓波的《人民警察证》（警号：053298）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新华社记者 李浩 刘天 蒋超

“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巴基斯坦执政党正
义运动党首席召集人赛义夫拉·汗·尼亚齐
日前在伊斯兰堡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将忘我地为增
进中国人民福祉而工作。”

“献身人民事业，努力增进人民福
祉，只有无私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习
近平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人民至上’理
念的践行者。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需要
这样的领导人。”尼亚齐说。

尼亚齐 1996 年加入刚成立不久的
正义运动党，现任该党“二把手”。2019
年 3 月，正义运动党主席、巴基斯坦总
理伊姆兰·汗任命尼亚齐担任该党首席
召集人，负责各地党组织建设、制定党
的政策、完善党的章程等。

正义运动党正在抓紧筹建自己的
第一所党校。尼亚齐告诉记者，这是正
义运动党学习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
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尼亚齐说，同为执政党，中国共产
党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许多方面
值得正义运动党学习。他说：“在许多场
合，我记得的就不下 10 次，只要提到脱
贫和体制改革等具体事务，伊姆兰·汗总
理总会强调要学习中国的经验。”

“一个国家，是上下齐心走向繁荣发
展，还是陷入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执政党的领导。”尼亚齐这样认为。

走过百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坚持从严治党，植根人民群众，始终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尼亚齐从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共产
党的观察与接触中发现，这些品质“让
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人民的充分信任，
这种信任又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
作出更多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
青春活力的一大原因。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脱贫攻
坚、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奇

迹般成就，尼亚齐赞叹不已。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 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
巨任务。如此巨大的脱贫成就让尼亚
齐感到钦佩，而更让他肃然起敬的，是
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承诺的决心。

2020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都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发展严重
受挫。尼亚齐看到的是，拥有 14亿人的
中国防疫压力巨大，尽管如此，中国共产
党仍带领中国取得堪称典范的抗疫成
就，并如期赢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我们看到，无论疫情多么严重，都

不能阻碍中国共产党实现向中国人民
作出的脱贫承诺。”他说。

尼亚齐说，他曾和很多中国共产党
党员干部有过交流。“我从他们口中听
到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发展故事，
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他
说：“但是百闻不如一见，我期待疫情好
转后能尽快前往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
的发展。”

在尼亚齐看来，中国共产党考虑的
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还愿与世界上
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他说，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及其他全球性挑战，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全球带来团结一
致，“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增强不同地
区的互联互通。

谈及两党交往，尼亚齐说，正义运动
党多年来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
关系，两党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交
流，共同努力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

尼亚齐说，巴中两国是“铁哥们”，
正义运动党政府高度重视推进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因为“走廊项目对巴基斯
坦的未来至关重要，也有利于进一步深
化巴中两国关系”。

“我们以巴中两国拥有互信和坚实
可靠的关系为荣。在两国交往中，相互
尊重和共同利益总是被摆在首位。”尼亚
齐这样评价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新华社伊斯兰堡 3 月 23 日电）

每个国家都需要“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领导人
——巴基斯坦执政党首席召集人尼亚齐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记者 高敬

今年 3 月 23 日是第 61 个世界气象
日，主题为“海洋、我们的气候和天气”，
旨在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海洋、气
候和天气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海洋
和气候有着怎样的关系？未来，我们如
何更加了解海洋？

海洋，全球气候驱动机
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面积的 70%

以上，包含了地球上 97%的水，被称为
“风雨源泉”。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
周兵指出，海洋是地球气候系统的重要
成员，是全球气候驱动机和气候调节
器，处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减少
灾 害 风 险 等 全 球 发 展 目 标 的 核 心 地
位。同时，海洋吸收了大气中大量的二
氧化碳，是气候系统中最大的碳汇。

周兵说，海洋与我们的天气、气候和气
候变化密不可分，海洋与大气之间存在热
量、动量、物质等交换，海—气相互作用可
造成千变万化的天气气候现象或极端事
件，引发全球或区域气候异常和气象灾害。

海洋对大气运动和气候变化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海洋内部的洋流运
动以及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塑造了地球
上风格迥异的自然景观和复杂多样的
天气气候现象。

海洋正在变暖、酸化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海洋将

发生哪些变化、带来什么影响？
中国气象局局长庄国泰介绍，越来

越多的观测事实表明，地球今天的气候
系统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之中。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气候声
明，2011—2020 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
最暖的十年，其中 2020 年是有气象记
录以来最暖的 3 个年份之一。2020 年
全球海洋增温依旧持续，成为有现代海
洋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海洋正处

于无可争议的变暖过程之中。
周兵表示，自1980年代以来，海洋吸

收了人类排放的20%至30%的二氧化碳，
导致海洋持续酸化。同时，由于冰川融化
等原因，近几十年来海平面加速上升。沿
海地区面临多种与气候有关的危害。

周兵指出，全球变暖加剧了气候系
统的不稳定性，引发对海洋安全、气候
安全的忧虑，如海洋热浪导致大规模的
珊瑚白化事件，并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珊
瑚礁退化。在专家看来，未来海平面异
常上升将对许多地区产生严重影响；海
洋动物群落受影响，渔业捕捞潜力会下
降，物种组成也会发生变化；海岸和低

洼地区遭受淹没、海岸洪水和海岸侵蚀
等不利影响的风险将增加。

探寻海洋气候“密码”
海洋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

力之一，海洋承载了 90%以上的世界贸
易，维系着距海岸 100 公里以内全球
40%的人类生活。在气候变化影响日
益凸显的今天，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
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加精密地
观测海洋、深入了解海洋对气候的影响
及洋流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
加重要。”庄国泰说。

庄国泰指出，近年来，我国海洋气
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得到不断提

高，厄尔尼诺事件、拉尼娜事件提前 6
个月的预测准确率达到 80%，西北太平
洋台风 24 小时路径预报误差缩小到 70
公里以内，台风定位和预报预警技术接
近世界先进水平。

2019 年，我国自主研发的远洋气
象导航系统全面投入应用，可为船舶出
行“量身定制”安全、经济、合理的最优
航行线路，服务航线遍及太平洋、印度
洋、大西洋等区域。

庄国泰表示，未来，我国气象部门将
进一步加强海洋观测预报预警平台建
设；增强海洋数值预报模式对海洋气象
预报的支撑；提高台风、海上大风、海雾、
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水平；加强
海上风能资源精细化监测、评估、预报和
预警；继续推进远洋导航服务，全面开展
客运航线、港口作业、海上搜救、海洋牧
场等气象保障，形成海洋气象现代化新
局面。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今天，让我们一起关注海洋和气候
——写在 2021 年世界气象日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赵阳

品质化消费、数字经济、生产性服
务业、清洁低碳⋯⋯这些出现在“十四
五”规划纲要中指向未来发展的热词，
也成为跨国公司“大佬”眼中格外钟情
的投资方向，从日前在京召开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 2021 年会上与会外企负责
人的话语中便可感知。

中国不仅仅是市场，也是未来非常
重要的风向标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护肤品
市 场 ”“ 中 国 将 成 为 全 球 最 大 消 费 市
场”⋯⋯在论坛发言中，宝洁全球董事
会主席戴怀德毫不掩饰对中国大市场
的赞美，“宝洁服务全世界超 50 亿人，
其中五分之一在中国。”

中国消费潜力，不仅在市场规模之
大，更在品质和升级势头。

为更深刻理解中国消费者，宝洁做
了专门调研——

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中国女性
护肤过程平均 4.7 步，比全球平均值高
出 3 倍；在中国，妈妈们对尿布柔软性
和透气性要求非常高，高端尿布已占尿
布市场 60%的份额⋯⋯

看好中国消费升级趋势，戴怀德明

确表示，“我们将扩大在中国布局，更好
服务中国消费者。”

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
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被写
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可以想见，14
亿人口品质化消费潜力一旦释放，会迸
发多大的能量。

中国消费者对品质的追求也让汽
车制造商戴姆勒深有感触。戴姆勒股
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说，16 年前，
公司与北京合作伙伴为合资工厂设定
年 产 目 标 时 定 为 25000 辆 汽 车 ，到
2020 年实际汽车产量已超 60 万辆，是
最初计划量的 24 倍。

令康林松印象深刻的是，即便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欧美高端车市场
大幅下滑之际，戴姆勒在中国的高端车
市场实现了 10%的增长。

“对戴姆勒而言，中国不仅仅是市
场，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风向标。”他说。

合作将促进 5G 赋能的数字经济加
速发展

“5G 让我们能够畅想更多可能性、
创造更多新服务、新体验和新行业，并
释放数字革命的潜能⋯⋯”高通公司首
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说。

对于数字化技术发展，创新尤为重
要。“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对创新的部署

浓墨重彩。高通也将创新放在重要位
置，莫伦科夫说，加上 2020 年疫情期间
新成立的两家，如今高通在中国成立的
联合创新中心数量已达到 5 家。

“中美两国围绕数字变革开启合作
有着令人振奋的前景，双方的合作将促
进 5G 赋能的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莫伦
科夫说。

数字化和创新，同样是西门子股份
公司总裁博乐仁关注的内容，特别是数
字化技术，因为“这可以让一切变得更
高效、更优化，并减少资源消耗”。

“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
源、可持续交通等技术的主流化，中国
可以成为推动世界转型非常重要的力
量。”博乐仁说，“‘双循环’中的开放导
向也将让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技术
进步获得支撑。”

更大程度的开放，利好企业创新，
也利好消费者。

“万事达卡就是非常好的例证。”万
事达卡总裁、首席执行官孟轲说，万事
达卡已正式获批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
卡的清算机构。“我们认为这对于消费
者和企业能够无缝接入全球支付体系
意义重大。”

“关于低碳排放，我们愿分享经验
并提供技术支持”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回顾
这次论坛，多位跨国公司“大佬”口中出
现了这几个高频词。

无论是汽车企业，还是金融巨头，
无论是能源企业，还是科技公司，都为
中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点赞，并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
发展是各国都该努力的方向。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明确目标和
承诺让人称道。”安联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说，我们赞
赏中国在绿色转型方面取得的显著进
展，这种转型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

低碳排放也是博世集团的努力方
向。“我们在中国所有的工厂在 2020 年
整个碳排放降低了 20%以上。”博世集
团董事长邓纳尔说，“我们愿与中国企
业分享经验并提供技术支持。”

如何让包括能源和制造业在内的
更多领域实现大规模低碳化？

“正如世界上绝大多数银行一样，
我们也致力于实现碳中和或净零排放
的目标，我们要通过金融手段帮助实现
环境可持续发展，期待与政府、非政府
机构、投资者、同行和客户共同合作来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花旗集团董事
长约翰·杜根说。

（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预见！为何老外格外钟情“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这些行业

□新华社记者 袁亮

3 月 22 日，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
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
中国一些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欧方此举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玩弄虚
伪的双重标准，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抹
黑中国形象，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准则。

谣言止于真相。40年来，新疆维吾
尔族人口从 550 万增长到 1280 万，人均
寿命从30岁提高到72岁，包括维吾尔族
在内的新疆各族民众依法享有中国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新疆各族人民
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得到了最大程
度的保障。中国政府治疆策略成为暴恐
受害地区由乱及治的国际典范。

然而，一些极端反华势力恶意编
织谎言、造谣抹黑，妄图把“集中营”

“种族灭绝”等莫须有的帽子扣在中国
的头上，其目的是损害中国的安全和
发展利益。

欧盟一边号称要反对虚假信息，
一边却为谎言“背书”，如此赤裸裸的
双标令人愕然。法国作家、记者马克
西姆·维瓦斯两赴新疆考察、历时 4 年
时间完成《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一
书。维瓦斯说，他目睹新疆的巨大进

步和非凡活力，发现“西方关于新疆的
大量谎言，都是那些从未去过新疆的
人散布的”。

公道自在人心。几十个国家日前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作共同发言，敦
促有关国家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
国内政，停止出于政治动机对中国进
行无理指责，停止以人权问题为借口
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某些西方势
力的政治操弄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
会，他们抹黑中国形象、阻碍中国发展
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面对欧盟制裁，中方迅速反击，宣
布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
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 10 名人员和
4个实体实施制裁。中国政府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意志和决心坚
定不移，任何侵犯中国利益、干涉中国
内政的行为都将受到坚决反制。

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 22 日对媒体
发表讲话说，欧盟实施的单边制裁是
妄自尊大的体现，此举毫无意义，只会

“毒害”欧盟与中国的务实合作。
奉劝欧方三思而行，纠正错误，停

止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停止打着人
权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尽早放弃借
所谓人权问题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
国发展的企图。

（新华社布达佩斯 3 月 23 日电）

罔顾事实 虚伪双标

开栏的话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
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与中国人民有着血肉联系，鱼水之情。中国共产党也是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
命，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3月 23日起，新华社开设“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栏目，以全媒体报道形式，聚
焦世界政党政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评价，记述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交往交流的生
动故事，展现习近平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天下情怀，彰显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

3 月 23 日，学生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国家基本气象站参观深层地温测量设施，学习
气象科普知识。当日是世界气象日，各地开展以气象为主题的科普活动，提高人们对气
象的关注和了解，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新华社发

气象日里学气象

3月23日，工人在位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中石化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及炼
油改扩建项目工地施工（无人机照片）。近日，位于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洋浦
经济开发区的中石化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及炼油改扩建项目正有序推进。该项目
是海南省重点项目，将新建多套化工、炼油等生产装置及包括 4 个泊位在内的配套
码头。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土建、配套码头等工程施工。项目投产后，将为下游
企业提供合成树脂、液体化工等原料。配套码头建成后，除满足项目建设、生产所
需的运输外，还有利于提高洋浦港的通过能力，完善港区功能。 新华社发

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及炼油改扩建项目
有序推进

新华社堪培拉 3 月 23 日电 （记
者 白旭 岳东兴）中国驻澳大利亚
大使馆发言人 23 日说，坚决反对澳大
利亚外长当天就涉疆问题发表的所
谓声明。

发言人指出，澳方有关指责罔顾
事实，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对中国无
端攻击，纯属政治操弄，再次充分暴露
了澳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抹
黑中国的可鄙伎俩，这样的图谋注定

是徒劳的。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敦促澳政府停止抹黑中国，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在人权问题
上搞双重标准。”发言人说。

发言人表示，奉劝澳方反躬自省，
调查解决澳海外军人杀戮无辜平民、
国内日益上升的种族歧视、长期存在
的侵犯土著人权利、虐待离岸拘留中
心被羁押人等问题。

中国驻澳使馆发言人：

坚决反对澳方就涉疆问题
发表所谓声明


